
Foundation North | 每一笔资助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申请资助的检查清单  2018年  

本文档仅为检查清单，用以帮助您在网上资金申请时做准备。打印此文档，并检查每部分所需准备的事项。 

 

在空白处记录仍需完成的事项、需要沟通的事情等等 

您准备好申请了吗？ 
 
 

 

到Funding Hub上申请之前 

在提交申请之前，您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事项： 
 

          您的组织是否有资格获得Foundation North的资助呢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请注意：每12个月只能获得一笔资助。 

您可以在这12个月内申请，但没有资格在上次获得资助后的12个月内获得

更多的资助金。 

         您的组织可以申请吗？请查阅 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o-can-apply  

 

               您是否查看了我们有哪些不资助的项目呢？我们不资助的情况以及限制条件， 

                  请查阅：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dont-fund 

 

          您希望申请哪类资助？ 

–快速审批资助还是社区资助？请查看我们的资助方式： 

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our-funding-approach 

请注意:如果您申请的金额超过$100,000纽币，则须先与Foundation North的资助顾

问商讨您的申请。请致电0800 272 878。 

          您是否已在之前的Foundation North资助申请中完成了所需的报告？ 

请登录Funding Hub或联系我们，查看是否需要提交任何报告。 

 
          您是否清楚您的项目/服务将会或开始带来哪些变化（益处或改变）？ 

            请查阅： 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 

      备注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如有任何疑问，或申请过程中需要帮助， 

请致电0800 272 878 
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o-can-apply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dont-fund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our-funding-approa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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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如何评估申请 

以下问题可帮助您了解我们在评估申请时需要了解的情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该项目/服务是否符合Foundation North希望资助的一项或多项成果？ 

        您的项目/服务是否符合我们一项或多项的优先项目？ 

          是否也符合我们的毛利或太平洋策略？ 

        您所提供的是否是社区所需的？ 

        您的组织可否有效地交付这项需要资助的项目/服务？  

          是否有其他组织已经提供了这类项目/服务? 

        您组织的财务状况良好吗？ 

        您是否考虑过健康和安全等风险？ 

        如果适用，您的工作是否符合良好实践原则？ 

          计划进行哪类评估？（此问题不适用于快速审批资助的申请） 

        是否与其他组织合作？（此问题不适用于快速审批资助的申请） 

备注：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我们评估申请的详细信息，请浏览
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how-we-assess 
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how-we-ass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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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时会问到的问题 

本部分是有关网上申请表中会提到的问题，帮助您在进行网上申请之前准备好答案。请注意，网

上申请表中的一部分文本框内可输入字数有限制。 

请注意，此文件不是申请表。 

正式申请，您需要登录Funding Hub。在申请前，您的审查员应先检查组织的信息是否正确。填

写申请表时，Funding Hub中会有相关指引协助，请参阅我们网站上的常见问题解答或Hub网

页内的Funding Hub使用指南。 

需要更多帮助吗？请联系我们，0800 272 878。 

 
 

快速审批资助的申请问题 

组织的信息 

组织的名称 

 组织的地址 

申请的联系方式 

              （下拉列表：请选择本次申请中我们应联系的主要申请人） 

 

申请的其他联系方式 

（下拉列表：我们无法联系主申请人时，其他可联系的人） 

             伞式组织。如果您是作为某个伞式组织之一进行申请，请说明您的组织是否与同属此伞式组

织的其他组织相关。 

请告知此伞式组织的名称及其慈善机构注册号（文本框）。 

 

申请资助的要求 

  向Foundation North申请的资金总额为$ 

            成本明细–请填写每个需要资助的项目名称、成本以及每个项目所需的金额。 
 

  请提供您总共希望获得的资金额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-文本框，共2500个字符：请描述将提供的项目或服务，和/或要购买的项目。 

  资助金的使用，谁将从中受益？会满足哪些需求，以及何时能满足这些需求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-文本框，共2500个字符：请告诉我们该计划的目标对象是谁，将满足的需求和/或希望是什么，以

及何时开始计划。 

 

  使用此资助金后，您期望有哪些改变？ 
   -文字框，2500个字符：请告知您希望看到的不同或益处，或将要发生/开始发生的变化。 

  参加您的计划或项目，或使用您的服务是否需要付费？ 

   请详细说明参与者需要支付的费用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 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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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的人口组成 

        这笔资助将为哪个区域带来福利？（下拉列表） 

        这笔资助主要用在哪个方面？（下拉列表） 

        请告知谁将会是这笔资助的受益者。（文本框：2500个字符） 

然后使用表格估算（以数字为单位）受益人群的种族和年龄。 

即使数值为零，您也必须输入一个值。 

资助金的匹配度 

        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目的的选项，并且是Foundation North希望资助的成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(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)  

                  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  

        您认为与此申请相符合的主要成果是什么？ 

              （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） 
 

        请说明您的申请如何与这些成果相匹配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       您的申请主要涉及哪个部门/领域？ 

              （下拉列表：可从我们的列表中选择） 
 

        如果您的申请针对的是Foundation North的优先项目， 

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目的的优先项目。 

(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）

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/ 

        选择最符合您所需资助的主要优先项目。（您只能选择一个选项） 

        请说明您的申请如何与这些优先项目相匹配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

 
              社区资助金申请问题 

 
组织的信息 

         组织的名称 

           组织的地址 

           申请的联系方式 

               （下拉列表：请选择本次申请我们应联系的主要人员） 

          申请的副联系人 

                （下拉列表：我们无法联系主联系人时，其他可联系的人） 

          伞式组织。如果您是作为某个伞式组织之一进行申请，请说明您的组织是否与同属此伞式

组织的其他组织相关。 

请告知此伞式组织的名称及其慈善机构注册号。（文本框） 

 

组织的信息 

          向Foundation North申请的资金总额为$ 。 (包括需要多年资助的申请) 

          成本明细–请填写每个需要资助的项目名称、成本以及每个项目所需的金额。 
描述您总共希望获得的资金数额–文本框2500个字符： 

  请描述要提供的项目或服务和/或要购买的项目。 

备注： 
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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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您的组织是通过政府合同获得资金吗？如果是，请说明这个合同的用途。

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 

           您预计未来12个月该组织的财务状况会发生重大变化吗？如果是，请说明您期望的
改变是什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 

           最近的年度报表或银行对帐单中是否有任何标记的资金？         

    如果有，请说明这些资金的用途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          使用资助金时，谁将从中收益？会满足哪些需求，何时能满足这些需求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本框：2500个字符：请告诉我们该计划将满足什么需求和/或希望，以及何时开始这项计划。 

            请描述您的组织具备哪些经验可有效实施此计划。 

  您可以在申请中包含任何运营、治理和财务计划等文档。（文本框：2500个字符） 

            您与哪些组织合作，如何合作？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           使用此资助金后，您期望看到哪些改变？ 

                 文字框：2500个字符：请告知您希望看到差别或益处，或将发生的变化/开始发生的变化。 

            您如何衡量或评估您的项目所带来的改变？ 

  您可以提供要使用的工具和要进行的活动的相关信息，以帮助您了解如何实现您的目标。 

  例如，您的评估计划。（文本框：2500个字符） 
 

            参与您的项目或活动或使用您的服务是否需要付费？ 
 请详细说明参与者需要的费用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备注： 

 

资助金的人口组成 

            这笔资助金将为哪个区域带来福利？（下拉列表） 

            这笔资助金将主要用在哪个方面？（下拉列表） 

            请告知这笔资助的受益者是谁。（文本框：2500个字符） 

  然后使用表格估算（以数字为单位）受益人群的种族和年龄。 

 即使数值为零，您也必须输入一个值。 

 
资助金的匹配度 

           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目的的选项，并且是Foundation North希望资助的成果。 

               （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）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 
 

           您认为与您的申请符合的主要成果是什么？ 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） 

           请说明您的申请如何与这些成果相匹配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           您的申请主要涉及哪个部门/领域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下拉列表：可从我们的列表中选择） 
 

           如果您的申请针对的是Foundation North的优先项目， 

   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目的的优先项目。 

（下列列表：您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）

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 

           选择与您所需的资助金符合的主要优先项目。（您只可选择一个答案） 

请说明您的申请如何与这些优先项目相匹配。（文本框：750个字符） 
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what-we-fu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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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需要提交的文件 

如果申请资助的金额不超过$25,000纽币，您需要提交的文件为： 

            年度报表 - 这些报表必须： 

- 在提交申请时不得超过16个月。当组织章程、细则或信托契约有规定组织必须有已符

合、已审查或已审核的帐目，组织则须在提交申请的同时提交该报告。 

- 由两名组织代表签名。 

（例如，两名受托人，或一名主席和委员会成员） 
 

- 符合新西兰对非营利组织的报告标准的内容要求。内容要求随组织规模不同而变化， 

更多详细信息，请查阅：www.xrb.govt.nz/accounting-standards/not-for-profit 

           一封支持信 - 须与您所在的社区组织签署，注明日期且期限不超过六个月。 

信中须确认除您提供的服务之外，您组织的声誉，以及您提供的服务或计划所带来的益处。 

           受托人授权/决议 - 决议中必须通过批准向Foundation North申请资助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包含申请的目的和金额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决议须由主席和一名该组织的成员签署。 

           详细的项目/服务预算 - 实际费用和已确认的资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预算是规划、监控和控制项目或组织财务的关键管理途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预算需要包含您项目或组织期间的收支估算明细。 

           适用的特定设备或服务的报价。您希望资助项目的报价。请注意，如果您的组织已注册商品

及服务税（GST），批准的资助金将不包括GST。 

备注： 

http://www.xrb.govt.nz/accounting-standards/not-for-prof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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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需要递交的文件 

如果申请资助金金额超过$25,000纽币，您需要： 

            年度报表 - 这些报表必须： 

- 在提交申请时不得超过16个月。如果组织章程、细则或信托契约规定组织必须有已符合、已

审查或已审核帐目，组织则须在递交申请的同时提交该报告。 

- 由两名组织代表签名 

（例如，两名受托人，或一名主席和委员会成员） 
 

- 符合新西兰对非营利组织的报告标准的内容要求。这些内容要求随组织规模不同而变化， 

更多详细信息，请查阅：www.xrb.govt.nz/accounting-standards/not-for-profit 
 

- 如果申请金额超过$40,000纽币，则需要审核，即使组织的规章规定他们不

需要审核。 

- 超过$100,000纽币的申请需要提供审计帐目中的管理信函。 

          银行对帐单 – 自提交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，显示所有帐户余额。 

          两封支持信 - 须由您所在的社区组织签署，注明日期且期限不超过六个月。信中须确认除您

提供的服务之外，您的组织的声誉，以及您提供的服务或计划所带来的益处。如适用，这

些内容还可包括您的项目如何与当地、区域或国家策略相一致。例如，来自       

rūnanga/iwi信托委员会的信件；区域/国家组织；地方政府或政府的信件。 

如果您是遗产组织，请提供新西兰传统遗产组织的支持信。 

          详细的项目/服务预算 - 实际费用和已确认的资金。预算是规划、监控和控制项目或组

织财务的关键管理途径。预算需包含您项目或组织期间的收支估算明细。 
 

          适用的特定设备或服务的报价。  您希望资助项目的报价。请注意，如果您的组织已注册商

品及服务税（GST），批准的资助金将不包括GST。 

 

          受托人授权/决议 - 决议中必须通过批准向Foundation North申请资助，并包含申请的目的

和金额。该决议必须由主席和一名该组织成员签署。 

备注： 

http://www.xrb.govt.nz/accounting-standards/not-for-prof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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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对您的申请适用 

          项目评估报告或计划 - 描述您将使用的工具以及将进行的活动，以帮助您了解如何实现成果。 

您可将评估计划与申请一并提交。 
 

          政府合同 - 如果您持有政府合同，请提供最新政府合同审核报告的摘要。 

          资源/建筑同意书 - 提供已经批准了的资源或建筑同意书的依据。 

          可行性研究/报告或保护计划或状况报告 - 提供由建筑师或符合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完成的可

行性研究/报告的副本。如果是用于传统遗产组织或项目，则必须包括遗产恢复计划。 

          土地所有权 - 提供土地所有权的证据。其中可能包括： 
一份租赁协议、在申请人名下的土地所有权、毛利人/Marae保留地， 

并在毛利人土地法院刊登宪报。 
 

          详细的项目计划 - 包括项目时间表、项目管理过程，一起工作的利益相关者，咨询他们的过 
程以及参与过程。 

          当前或潜在用户列表 -提供当前或潜在用户列表。 

          与环境相关的请求 -您必须提供以下内容： 

- 可说明您的项目位于公共土地（或契约土地）或是私人土地上的文件 

- 地方政府出具的地图 - 显示您项目的位置 

- 受威胁物种 - 与您的项目相关的受威胁物种分类列表 

- 生态意识 – 可证明您已考虑过如何环保并减少能耗的依据 

其他可提交的文档，可以包括： 

- 最新的年度报告 

- 治理与运营政策 

- 注册慈善机构的服务绩效表 

- 宪法/Marae宪章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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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备注： 
1. 隐私政策 

Foundation North会以谨慎和尊重的态度收集您的个人信息。  在我们网站上或通过该网站收集

的信息将存储在安全的服务器上。 

请注意，Fluxx系统（用于构建我们的Funding Hub系统）允许Foundation North资助顾

问查看处于草稿状态的已保存申请（即未提交的申请）。 

阅读我们的隐私政策，请浏览 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privacy-policy  

 
2. 条件与条款 

- 请查阅我们的一般条件与条款：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useful-guides 

 
3. 经常遇到的问题 

- 经常遇到的问题：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faqs 

- 资助金的页面：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 

 
 

联系方式 
如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我们： 

普通咨询： 

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- 下午5点，请致电：

(09) 360 0291 

免费电话：0800 272 878 

电子邮件：info@foundationnorth.org.nz  

 
资助金付款的咨询： 

直拨电话：(09) 361 8223 

电子邮件：grantpayments@foundationnorth.org.nz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如有任何疑问，或申请过程中需要帮助， 

请致电09-360 0291或0800 272 878。 
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privacy-policy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useful-guides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/faqs
http://www.foundationnorth.org.nz/funding
mailto:info@foundationnorth.org.nz
mailto:grantpayments@foundationnorth.org.nz

